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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级基金转型时间表确定  子份额

估值成关键 

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，有基金公司近期参加监管

层会议时，接到监管层传达的精神称，3 亿规模以下的

分级基金在明年 6 月底之前完成转型；3 亿规模以上的，

可以将转型期限放宽到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。这也是分

级基金自传出要进行整改以来，首次披露相关的时间

表。 

  面临分批转型 

  昨日，有媒体报道称，有基金公司接到通知，监管

层要求分级基金在 6 月 30 日之前转型成指数基金。中

国证券报记者向多家基金公司求证得知，上述信息并不

属实。 

  记者了解到，监管层近期针对分级基金召开了一次

闭门会议，而会议讨论的内容是针对处理分级基金可能

遇到的困难、问题向基金公司征求意见。一基金公司人

士表示，在此次闭门会议上，监管层要求基金公司在 6

月底前提交一个分级基金 2020 年底前转型的计划，也

可以叫做可行性研究计划书，具体需要基金公司上报转

型设想以及转型方案，涉及纠纷如何化解，或者提出转

型不可行的理由等等，并不是要求在 2018 年 6 月底前

转型。 

  “我们接到要求，要在 5 月底提前将计划上交给证

监局，再在 6 月底交给证监会相关部门。另外，还要在

5 月底之前发布提示转型的公告。”有基金公司人士表

示。 

  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，在参加前述会议时，监管

层向各基金公司传达的精神称：“3 亿规模以下的分级基

金需要在明年 6 月底之前完成转型；3 亿规模以上的，

可以将转型期限放宽到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。” 

  这将意味着分级基金将在未来面临分批转型。这也

是分级基金自传出要进行整改以来，首次披露相关的时

间表。4 月 27 日，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

指导意见》正式发布，规定公募产品和开放式私募产品

不得进行份额分级，而过渡期将于 2020 年年底结束。 

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

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（%） 

上证指数 3214.35 0.02 

深证成指 10765.80 0.00 

沪深 300 3906.21 -0.38 

上证国债指数 164.51 0.03 

http://www.abc-c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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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型难度大 

  有基金公司人士透露，市场上那些既没有规定存续

期，产品规模又远远超过清盘红线的分级产品，要选择

主动清盘或者转型，操作起来其实非常困难。“分级转

型难度很大，尤其规模大的。其实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

办。”有多位基金公司人士都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困惑。 

  据 Wind 数据统计，截至 5 月 22 日，分级基金总规

模为 1313.23 亿元。目前超过 3 亿元规模的分级基金数

量有 63 只，规模合计为 1207.88 亿元；小于 3 亿元规模

的分级基金有 80 只，规模合计为 105.44 亿元。 

  据悉，近日已有基金公司召开内部会议，商讨任何

一种处理方案中，将有可能遇到的问题，“既要合法合

规，还需要保护投资者的权益。”该人士表示，这是他

们讨论方案时的大前提。 

  按照规定，基金要提前清盘或者转型必须召开基金

份额持有人大会，必须要有代表 1/2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

有人参加大会，而且还要求 2/3 以上参加大会的持有人

表决通过。“分级产品的散户持有人太多了，持有人大

会都很难召集。”该人士告诉记者。 

  统计数据显示，当前还在市场上正常运作的分级基

金共有 143 只，其中两只产品有固定的存续期，剩余的

141 只分级基金平均持有人户数超过 6 万，其中大于 10

万的基金共 6 只。这也意味着，上述 141 只分级基金，

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之前，面临分批处理的难题。 

  另有基金公司人士表示，市场曾出现过分级基金召

开第一次持有人大会但转型失败的，两个月后再次召开

持有人大会，转型方案才顺利通过。 

  子份额估值成关键 

  数据统计显示，过去一年，已有 4 只分级基金清盘，

10 只转型。目前来看，转型成 LOF 基金是分级基金转

型的主流方式之一。 

  但记者了解到，转型成 LOF 基金的办法还需符合

两个交易所的相关规则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目前 A、B

份额均上市的分级基金中，在深交所上市的占据大多

数，共有 119 只，仅 14 只产品在上交所上市。而除了

转型成LOF基金之外，还可以选择合并AB份额后退市，

转型成普通指数型基金。 

  据某证券分析，分级基金改造中，难度最大的是永

续型、子份额上市交易的分级基金。最重要的是将子基

金转化成普通份额，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子份额如何估

值。 

  据其分析，目前按照不同的估值方式，共有两种方

案。其一是将分级基金的子份额，按照基金净值，直接

转化成母基金份额，之后取消分级，所有份额统一为母

基金份额，基金转化为不分级的基金。但这种方式是折

价的子份额持有者占便宜，而溢价的子份额持有者吃

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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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二则是将分级基金的子份额，按照 A、B 份额各

自的市场价格（可以是某一截止日的收盘价，也可以是

某一区间的收盘价均值）估值，然后根据估值比例，计

算应该分得的母基金份额，转化成母基金份额，之后取

消分级，所有份额统一为母基金份额，基金转化为不分

级的基金。这种方式操作性较差，只能在交易者仍然按

照永续预期的行为下，才能体现公平性，而一旦有了转

型预期，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，就有可能陷入博弈阶段。 

  其建议，在转型或终止的过程中，可以采取一系列

措施来减少分级基金的规模，实现平稳过渡。如停止分

级基金申购，只开放赎回。但这一措施可能带来场内分

级子份额整体出现溢价，而没有套利盘来打压溢价。 

  其次则是停止分拆，只开通合并，这个措施可以让

子基金的场内份额越来越小，逐渐合并成母基金。这一

措施同样可能带来场内分级子份额整体出现溢价，而没

有套利盘来打压溢价的情况。 

  此外，可以自动合并同一账户可配对的分级。这一

措施可以让子基金的场内份额越来越小，逐渐合并成母

基金。 

（文章来源：中国证券报-中证网） 

 

 

 

 美媒称中美已就解决 中兴问题达

成一致 

  《华尔街日报》21 日报道，中美两国就解决中兴通

讯公司问题的大致路径达成一致。 

  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，相关细节还在敲定中，

一旦达成协议，特朗普政府将解除对中兴向美国企业采

购产品的禁令。 

  知情人士还称，美方解除禁令尚需通过国家安全审

核。 

 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当天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

频道（CNBC）采访时也说，美方对中兴采取的措施并

不是要“把该公司赶出这个行业”。 

  据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可能于下周前

往中国。 

（文章来源：经济参考报） 

 

 

 汽车进口关税下调：40 万豪华车便

宜 5 万 奥迪宝马欢迎 

  汽车进口关税下调： 40 万元豪华车能便宜 5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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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将汽车整车税率为 25%的 135 个税号和税率为

20%的 4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15%。] 

  随着汽车产业政策的放开，中国正式下调了进口关

税。 

  5 月 22 日，财政部发布公告称，为进一步扩大改革

开放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，

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，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，中国

将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。将汽车整车税率为

25%的 135 个税号和税率为 20%的 4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

15%，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 8%、10%、15%、20%、

25%的共 79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6%。 

  自 2006 年 7 月以来，中国整车进口关税税率一直

稳定在 25%。虽然国家此前曾多次提出要降低关税但一

直未能成行。此次正式下调政策显示中国对外开放汽车

产业政策的决心。 

  宝马回应第一财经称：“我们非常欢迎政府的决定，

此举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信号，中国将继续开放。这一政

策也将使消费者受益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的活力。

我们将评估目前的建议零售价格体系积极回应政府的

举措。” 

  奥迪中国对第一财经称：“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进一

步推动市场开放的举措。我们将仔细了解与评估此举对

汽车市场带来的影响，并采取相应措施。” 

  来自海关总署方面的资料显示，目前，进口汽车从

进入中国市场销售，要在进口、零售、上牌三个环节进

行征税。其中，进口环节主要包括向海关缴纳的进口关

税（25%）、进口消费税（1%~40%）、进口增值税（17%）

以及上牌使用环节缴纳的车辆购置税。其中，消费税主

要依据发动机排量而定，从 2017 年进口车排量结构来

看，1.5L~3.0L 排量进口车占比较高，大约为 80%。以

一辆报关价为 40 万元的车型来计算，税率调整前后便

有 4 万元的差距，如果该辆车的排量为 3.0L，该辆车的

消费税为 6.81 万元，而关税调整之后则将导致消费税下

调至 5.61 万元，这其中差距为 1.2 万元。也就是说，关

税下调后，这款车的价格将下降 5.2 万元。 

  中信证券预计，下调关税后，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价

格将降低 8%~15%，进口车消费量从目前 100 万辆~120

万辆的规模，向 150 万辆~200 万辆的规模迈进。“进口

关税下调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利好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

消费升级，引来换购需求。”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

崔东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年轻消费者正在增加，随

着消费水平的提高，其购买力也在不断增强。 

  对于汽车关税下调，豪华车厂商也持积极态度。保

时捷方面称，对中国下调汽车进口关税表示欢迎，认为

此举向世界展示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，中国消费者也将

有机会享受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个性化的配置。 

  降低进口关税将鼓励外国汽车制造商增加汽车对

华出口，中国降低进口汽车关税对高端汽车是个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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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中国国产车的高端车型总体占比不高，25 万元指

导价以上的车型约占车市的 12%，合资品牌的高端车型

仅占 5%。 

  实际上，中国汽车进口近年来也发展较快。中国汽

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 年全年中国汽车累计

进口 121.6 万辆，同比增长 16.8%。流通协会表示，中

国进口车市场走出 2015 和 2016 年连续两年去库存带来

的下滑局面，供给恢复相对高速的增长。彭博社方面发

布的数据显示，去年中国进口汽车约占全国汽车总销量

2890 万辆的 4.2%，前五大进口车品牌分别为宝马、奔

驰、雷克萨斯、丰田和保时捷。 

  “关税下调 15%对豪华车的影响较大，他们的进口

成本将下降 12%左右，但他们的优惠力度已经达到了

10%。”崔东树说，但经销商在优惠力度上会有所减持。

一位豪华车品牌的经销商告诉记者，关税下调会降低售

价，但会在优惠力度上有所调整。“应该不会打起价格

战。” 

  “目前从整个行业来看，进口车的库存有 2 个月左

右，各经销商的库存大概在一个月的库存，一些经销商

会借此机会增加销量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降低关税的基

础上，也会保持优惠力度不减，这在一定时间内会造成

市场的混乱和价格波动。但从长期来看，出于理性的思

考，他们会降低优惠力度，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。”国

机汽车高级经理王存对记者表示，消费者可能在短期内

会等着价格的降低，但市场最终会趋于稳定。“豪华车

市场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，关税下调会增长 30 万左右

的量，但仍不会有较大的影响。但豪车竞争会越来越激

烈。” 

  王存认为，从整个豪华车体系上来看，由于价格存

在重叠，汽车关税下调会对一些合资中高端车型造成影

响。例如，现在进口车型雷克萨斯、斯巴鲁等价格贴近

合资中高端车。“这类车的价格将进一步下探，对于一

些定价 30 万左右的车型来说，价格是该用户群体考量

的重要因素，价格的调整会影响消费选择。”崔东树说。

原本价格不高的进口车型如斯巴鲁、英菲尼迪、林肯等，

关税下调后，价格更低。它们将成为合资车型市场的有

力竞争者，更将把合资车型的价格空间进一步压缩。 

  从豪华车三强的阵营中看，目前入门级车型奔驰 A

级尚未国产，一些百万以内的车型如奥迪 Q7、宝马 X5

等大型豪华车也未进行国产。进口关税的下调会使这类

车型的售价降低，刺激消费需求，从而对同级别的车型

造成竞争压力。 

  “关税下调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来说，会推动产业升

级，目前对自主品牌影响较小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汽车市

场的竞争加剧是必然趋势，这也会加强自主品牌自主创

新能力。目前中国市场主流产品仍然是 A 级车和 B 级

车，自主品牌汽车正朝着“新四化”方向加速前进，与

外资品牌汽车的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。”崔东树表示。 
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日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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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是市场风险？ 

市场风险指金融工具或证券的价值对市场参数变

化的敏感性，是基金资产和自有资产合法经营中，所不

可避免地承受因市场任何波动而产生的风险；其中包

括：经济周期风险、政策风险、利率风险、汇率风险、

上市公司经营风险、购买力风险、流动性风险等。这些

风险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运作产生不同程度的

影响，体现在投资收益方面也会造成投资收益的波动。 

 


